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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注水模型的网络分析方法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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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基于网络结点虚拟缓冲池的概念，实现了对注水数学模型由注水通道→结点→出水通道到结点→出

水通道的简化；通过对水量的分配，建立了复杂的水量控制模型；通过建立增量数学模型和流水扩散的模拟，

实现了静态模型到动态模型的转变；通过建立水量的分配策略，为复杂的注水模型拓展了应用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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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网络分析方法主要有地图代数的基于障碍空

间的距离变换分析方法［１］、基于图论模型的常规

几何分析方法［２］、元胞自动机分析方法［３］、神经网

络模型ＢＰ方法
［４］、动态分段分析方法［５，６］。本文

讨论基于注水模型的网络分析法。注水模型是网

络分析中重要的数学分析模型，它以点粒子在网

络中的等速或等量扩散传播为主要研究手段。

１　注水模型的基本理论

１．１　数据组织

基于矢量数据建立的网络数据结构一般都比

较复杂。相比之下，基于栅格的空间数据表达具

备了良好的数据自组织与零初始化的特性［７］。此

外，地图代数的距离变换为栅格数据提供了精确

的度量尺度［１］，因而选择栅格作为研究的数据环

境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１．２　注水模型的分类

根据流体在网络中流动的控制方式，可以将

模型分为速控模型和量控模型。速控模型根据水

流在各通道中的传输距离实现对模型的控制，在

不同大小的管道中，相同时间内水流到达的距离

是一致的。量控模型根据流水在结点处流向某通

道的流水数量进行控制，它关注的是水量的分配，

在不同大小的管道中通过所能达到的传输距离与

通道的横截面积成反比。无论是速控模型还是量

控模型，注水流速都存在等速流与非等速流。

１．３　网络距离的度量与速控模型的实现

利用地图代数的障碍空间距离变换可以方便

地为网络加上一把度量距离的尺子，如图１（ａ）所

示。以距离变换为依托，实现等速或是不等速变

换较易实现，只需要对距离变换图进行简要的归

一化处理即可，如图１（ｂ）。

图１　速控模型的实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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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控模型借助于地图代数的距离变换是易于

实现的，本文讨论的重点是量控注水模型的建立

和应用分析。

２　量控注水模型的建立

２．１　量控注水模型的基本思想

首先，模型在每个网络结点上采用虚拟的水

滴缓冲池策略，即对每一个网络结点的来水量不

作数量上的考虑，相当于在每个节点放置了一个

水池，由于这样的策略只是逻辑上的，因而称之为

虚拟缓冲池。虚拟缓冲池的优点是可以在模型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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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上不考虑结点的来水量和水压，从物理层上实

现了对网络中每个结点注水通道→结点→出水通

道到结点→出水通道的模型简化。

基于这一策略，对每一个网络结点，只需要考

虑结点的出入通道选择、结点的激活以及结点出

水通道的水量分配。模型的建立主要采用了定

位、扩张、导航相结合的策略进行路径搜索与扩

张，如图２所示。

图２　模型扩散层次

Ｆｉｇ．２　ＭｏｄｅｌＥｘｔｅｎｄＬａｙｅｒ

将定位点初始化为注水点，对每一个当前定

位点，需要对其加注水滴，然后沿其周围进行约束

性的扩张注水。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可提高算法

效率，实现批量水滴分配；另一方面便于对水量分

配进行约束扩张，从而保障对各种模型拓展的支

持。由于扩张层的注水点成为新的水流前沿，因

而需要将其周围的尚未注水的通道点作为导航层

加入到等待注水的队列，在下一次周期注水时又

可以作为新的注水点进行定位，从而起到引导水

流方向的作用。如此递归，即可以实现水流在网

络中的全方向扩散流通。考虑到各方向同时流动

的需要，对新的注水点采用ＦＩＦＯ的队列存放，从

而基本上可以保证在一个周期内各个方向拥有与

通道宽度成正比的扩散机会。

２．２　水量分配策略

量控注水模型最重要的控制参数就是注水量

犙。相对于每一个结点→出水通道的独立单元，

要激活它首先就需要向缓冲池中注水，也就是要

给它分配水量，这就是水量的分配策略问题。

本文确定以下的水量控制原则。

１）注水点处的来水量为注水量；

２）分配各通道水量；

３）结点的来水量为各来水通道的分配余量

总和；

４）两股水流在通道汇合时，剩余水量分别追

加到各自分配结点的来水量上，实现对其他通道

的二次水量分配；

５）当某通道或结点水量不能再分配时，返回

最近的上级结点进行二次分配。

模型结束时水流扩散的两个条件如下。

１）给定的注水量分配完毕；

２）与注水点连通的所有网络通道与网络结

点均已分配了水量，网络达到饱和状态，此时剩余

水量返回到注水点。

要理解这几条水量与模型控制原则，本文以

图３所示的注水网络进行说明。

图３　网络结点与通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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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结点犗，设其水流进入通道为犃犗、犅犗，且

犃犗水流先抵达结点犗，则可以认为犃犗为第一流

入通道。当从犃结点流过来的水到达犗 点时，即

可激活犗点的结点单元模型，由犗结点负责对犃

点余下的水量进行分配，从而实现结点犗沿出水

通道的搜索与扩张。

这一过程可以表示如下。

１）水流经犃犗流到犗 点时：

犙ｉｎ犗 ＝犙
ｏｕｔ
犗 －犙犃犗

　　２）结点犗分配：

犙ｏｕｔ犗 ＝犙
ｉｎ
犗 －犙犗

　　３）结点犗的出水通道水量分配：

犙ｏｕｔ犗犅 ＝犳犗犅（犙
ｏｕｔ
犗 ）

犙ｏｕｔ犗犆 ＝犳犗犆（犙
ｏｕｔ
犗 ）

犙ｏｕｔ犗犇 ＝犳犗犇（犙
ｏｕｔ
犗 ）

　　４）从犗、犅点来水在犗犅 上交汇于点犕 时，

各自的余水量为：

犙ｒｅｓ犗犕 ＝犙
ｏｕｔ
犗犅 －犙犗犕，犙

ｒｅｓ
犅犕 ＝犙

ｏｕｔ
犅犗 －犙犅犕

　　５）余水量分别转移到犗、犅的出水量上：

犙ｏｕｔ２犗 ＝犙
ｒｅｓ
犗犕，犙

ｏｕｔ２
犅 ＝犙

ｒｅｓ
犅犕

　　６）对结点犗实现二次分配：

犙ｏｕｔ２犗犆 ＝犙
ｏｕｔ
犗犆 ＋犳犗犆（犙

ｏｕｔ２
犗 ）

犙ｏｕｔ２犗犇 ＝犙
ｏｕｔ
犗犇 ＋犳犗犇（犙

ｏｕｔ２
犗 ）

　　７）当水流到达犌点时仍有余水量犙
ｒｅｓ
犌 ，则将余

水量转移至犉，犉无法分配的话则转移至犅，经犅犗

通道转移至犗，对犗点再次实现６）的二次分配。

犙ｏｕｔ３犗犆 ＝犙
ｏｕｔ２
犗犆 ＋犳犗犆（犙

ｒｅｓ
犌 ）

犙ｏｕｔ３犗犇 ＝犙
ｏｕｔ２
犗犇 ＋犳犗犇（犙

ｒｅｓ
犌 ）

　　由上面的分析可知，在栅格图上要实现上述的

０２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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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配与控制策略，需要根据搜索路径对网络建立一

种矢量的树形结构。与完全的矢量网络图相比，这

是一种简化的树结构，它只对存在分支的结点或网

络终端结点构建树结点，即可以忽略网络路径的

曲折情况，如对图３可建立如图４的树结构。

图４　动态生成的注水网络树结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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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树形结构的建立是动态的，随着搜索扩

散的深入，树结构不断完善，并且在水流交汇处会

有虚拟的结点产生。另一个方面，选择不同的注

水点其树结构也是不一样的。

２．３　增量注水动态模型拓展

增量模型可以分时间段地向某个注水点加注

一定数量的水滴，模型通过对多次注水的连续扩

散实现动态水流模拟。实现增量模型非常简单，

只需要建立注水点与导航队列的映射关系，并在

每一次注水结束之后保存当前的导航队列信息，

从而在下次注水时直接从注水点跳转到导航队列

中的点继续注水。

３　应用实例

注水模型是重要的网络分析模型，它可以应

用到网络分析中。注水模型还可以根据道路网络

路径实现空间实体影响要素对空间区域的影响范

围划分，从而应用于城镇土地定级、商业点布局分

析、优化资源与能源的合理分配，甚至是战略布防

等方面。

本文实验仅在一幅位图数据的基础上高效地

实现网络空间中基于注水模型的资源分配。

在常规的确定空间实体点的影响范围中，通

常采用圆划分法、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划分法及加权

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划分法
［８，９］等。在这种方式下，空间实

体的影响因子向周围空间辐射传播，而没有充分

考虑城市活力来源的主要载体———道路网络。图

５所示为安徽省及其周围省主要公路交通干线的

交通图网，选择若干关键点如犘０～犘５（分别为合

肥、南京、黄山、天柱山、阜阳、徐州）对其进行匀速

按需注水，直至水流覆盖到区域内所有的道路交

通网，则可以形成以这几个关键点的势力范围。

这就意味着如果在某个关键点的覆盖区域内发生

交通事故、火灾等重大安全事故或是国家安全事

件，就可以从这个关节点迅速安排警力、军队进行

增援，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。

图５　注水模型实现点域的网络划分

Ｆｉｇ．５　ＰｏｉｎｔＡｆｆｅｃｔＡｒｅａ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Ｗｉｔｈｉｎ

ＴｒａｆｆｉｃＮｅｔｗｏｒｋ

４　结　语

在网络结点上采用缓冲池构建注水模型，既

是对注水模型的实现上的一种简化，也是对注水

模型功能上的一种升华。因为在建立模型时，可

以不考虑网络节点前后通道的流速匹配问题，将

复杂的网络结构解析为分布式的独立节点系统，

这样有利于模型的实现。但简化不等于功能的蜕

化，正因为是独立的节点控制，从而非常容易在逻

辑层上建立多种对节点的关联约束条件，包括自

然条件下的网络注水模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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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６３．ｃｏｍ

下期主要内容预告

ＰＯＳ数据用于立体模型恢复时的上下视差分析 　　　　　　袁修孝，等

 一种新的网目印刷光谱预测模型 朱元泓

 地理信息时态不确定性的语义与计算 舒　红，等

基于距离限制的机载激光数据滤波方法 徐前祥，等

 大城市居住用地扩展的多主体模型研究 彭　罛，等

 重力数据分辨率对ＧＰＳ／重力边值问题的影响研究 张利明，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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